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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利用粪污分阶段饲养蚯蚓的

方法，所述方法设置为：步骤S1：原料收集，对猪

粪、牛粪、污泥和秸秆四种原料进行分类收集处

理；步骤S2：基料处理，测定原料的碳氮比，将秸

秆分别加入猪粪、牛粪和污泥中，通过秸秆调整

猪粪、牛粪和污泥的碳氮比；步骤S3：基床铺设与

蚯蚓接种，将步骤S2中配置好的牛粪基料平铺在

平整的地面上，接种上蚯蚓；步骤S4：混合基料配

置，将经步骤S2处理后的猪粪、牛粪和污泥基料，

按照一定的质量比配置混合基料a、混合基料b、

混合基料c和混合基料d；步骤S5：蚯蚓饲喂，在蚯

蚓的不同生长阶段添加不同的混合基料。本发明

解决了传统的蚯蚓养殖全阶段都采用一种基料，

养殖产量低，且粪污的处理效果不理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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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用粪污分阶段饲养蚯蚓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设置为：

步骤S1：原料收集，对猪粪、牛粪、污泥和秸秆四种原料进行分类收集处理；

步骤S2：基料处理，测定四种原料的碳氮比，将秸秆分别加入猪粪、牛粪和污泥中，通过

秸秆调整猪粪、牛粪和污泥的碳氮比；

步骤S3：基床铺设与蚯蚓接种，将步骤S2中配置好的牛粪基料平铺在平整的地面上，再

接种牛粪养殖的蚯蚓；

步骤S4：混合基料配置，将经步骤S2处理后的猪粪、牛粪和污泥基料，按照一定干物质

的质量比来配置混合基料a、混合基料b、混合基料c和混合基料d；

步骤S5：蚯蚓饲喂，在蚯蚓的不同生长阶段添加不同的混合基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粪污分阶段饲养蚯蚓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5中

的不同生长阶段设置为蚯蚓茧的孵化阶段、幼年小蚯蚓阶段、青年成长阶段和成年蚯蚓产

茧阶段，所述幼年小蚯蚓阶段设置为在蚯蚓孵化出来到体重0.3克的阶段，所述青年成长阶

段设置为0.3克到产茧的期间定义为青年蚯蚓阶段，所述成年蚯蚓产茧阶段设置为从蚯蚓

的产茧开始定义为成年产茧蚯蚓。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粪污分阶段饲养蚯蚓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1中

四种原料的具体分类收集处理方法为：

所述猪粪收集处理方法设置为将收集的猪粪平铺在地面上，大约10厘米厚，避雨晾置

5-8天，每隔1天翻动一次，使其臭味充分散发；

所述牛粪收集处理方法设置为将收集的牛粪平铺在地面上，大约10厘米厚，避雨晾置

5-8天，每隔1天翻动一次，使其臭味充分散发；

所述污泥收集处理方法设置为将收集的畜禽污水污泥平铺在地面上，大约10厘米厚，

避雨晾置5-8天，每隔1天翻动一次，使其臭味充分散发；

所述秸秆收集处理方法设置为将收集的干秸秆粉碎，长度约1厘米。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粪污分阶段饲养蚯蚓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2的

具体步骤设置为取晾置后猪粪、牛粪和污泥三种基料与粉碎后的秸秆，通过仪器检测水分

含量，检测四种原料的有机碳和有机氮的含量，计算出碳氮比，利用秸秆，调整猪粪、牛粪和

污泥基料中的有机碳和有机氮的比值，比值设置为25:1，然后调节湿度为75％，调节pH在

6.5-7.5之间，堆放待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粪污分阶段饲养蚯蚓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3中

基床的铺设方法为将经步骤S2处理后的牛粪平整的铺设在地面上，形成一厚度为15厘米，

宽度为1.2米的垄，一周后喷洒少量的水，再接种牛粪养殖的蚯蚓。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粪污分阶段饲养蚯蚓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4种

各混合基料的配比设置为：

混合基料a:40％污泥+60％猪粪；

混合基料b:70％污泥+20％猪粪+10％牛粪；

混合基料c:90％牛粪+10％猪粪；

混合基料d:70％牛粪+30％猪粪。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粪污分阶段饲养蚯蚓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养殖基床

的温度设置为12到25摄氏度，所述养殖基床的湿度设置为60％到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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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粪污分阶段饲养蚯蚓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5的

具体施肥方法设置为当基床上的蚯蚓大部分处于成年蚯蚓产茧阶段，给基床添加混合基料

a，当成年蚯蚓产茧阶段结束后，到达蚯蚓茧的孵化阶段，给基床添加混合基料b，当蚯蚓茧

孵化成小蚯蚓到达幼年小蚯蚓阶段时，开始添加混合基料c，当蚯蚓长到约0.3克重到达青

年蚯蚓阶段，一直到蚯蚓开始产茧时，期间添加混合基料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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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粪污分阶段饲养蚯蚓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蚯蚓养殖技术领域，具体为利用粪污分阶段饲养蚯蚓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中国每年产生畜禽粪污总量达到近40亿吨，畜禽养殖业排放物化学需氧量达到

1268万吨，占农业源排放总量的96％，是造成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原因。粪污的污染主要表

现在：一是对大气的污染，畜禽粪污会产生大量对环境有害的气体，比如其中的甲烷、硫化

物和氨气等有毒有害物质，还会给空气带来大量的病原微生物和粉尘，给畜禽生产和人类

健康带来严重危害。二是对水质的污染，主要是由于其高含量的有机废弃物，大量的氮、磷

重金属物质，以及多种类多数量的病原体等导致。三是土壤的污染，粪便大量堆积会对大气

和水质带来污染，还会直接对农田及土壤进行腐蚀，影响土壤动植物生存。四是病源传播，

带有大量病菌和寄生虫，加上滋生的蚊子苍蝇等，成为畜禽传染病、寄生虫病以及人畜共患

病的传染源。

[0003] 目前全国均有蚯蚓的养殖，饲养蚯蚓的基料几乎都是利用畜禽粪便或者污水处理

的剩余污泥，利用蚯蚓来处理畜禽粪污是一种可行的，具有绿色、环保的方法，在养殖技术

上，一是品种，主要选取的是赤子爱胜蚯蚓，其次是在温度控制上，冬季保持10℃以上，而夏

季保持35℃以下，三是蚯蚓的适宜湿度较理想范围在60％到80％之间，四是在基料的处理

上有采用发酵后来饲喂蚯蚓，在基料的选取上，有采用猪粪、牛粪和污水污泥等。

[0004] 但是在目前的生产养殖中，发现不同种类的基料中养殖的蚯蚓，蚯蚓在不同阶段

具有不同的生长性质，不同阶段的营养需求不一样，比如养殖中发现纯猪粪养殖的蚯蚓相

对在纯牛粪中可能出现体型偏小，为了提高蚯蚓养殖的经济效益，实现粪污处理的高效，必

须根据蚯蚓的不同阶段选用最佳基料，一般养殖户都采用同一种基料或几种基料简单配比

进行养殖，没有根据蚯蚓不同阶段选择最佳配比基料，故本发明设计利用粪污分阶段饲养

蚯蚓的方法来解决上述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一)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6]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利用粪污分阶段饲养蚯蚓的方法，解决了传

统的蚯蚓养殖全阶段都采用一种基料，养殖产量低，且粪污的处理效果不理想的问题。

[0007] (二)技术方案

[0008]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利用粪污分阶段饲养蚯蚓的方法，所

述方法设置为：

[0009] 步骤S1：原料收集，对猪粪、牛粪、污泥和秸秆四种原料进行分类收集处理；

[0010] 步骤S2：基料处理，测定四种原料的碳氮比，将秸秆分别加入猪粪、牛粪和污泥中，

通过秸秆调整猪粪、牛粪和污泥的碳氮比；

[0011] 步骤S3：基床铺设与蚯蚓接种，将步骤S2中配置好的牛粪基料平铺在平整的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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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再接种牛粪养殖的蚯蚓；

[0012] 步骤S4：混合基料配置，将经步骤S2处理后的猪粪、牛粪和污泥基料，按照一定干

物质的质量比来配置混合基料a、混合基料b、混合基料c和混合基料d；

[0013] 步骤S5：蚯蚓饲喂，在蚯蚓的不同生长阶段添加不同的混合基料。

[0014] 优选的，所述步骤S5中的不同生长阶段设置为蚯蚓茧的孵化阶段、幼年小蚯蚓阶

段、青年成长阶段和成年蚯蚓产茧阶段，所述幼年小蚯蚓阶段设置为在蚯蚓孵化出来到体

重0.3克的阶段，所述青年成长阶段设置为0.3克到产茧的期间定义为青年蚯蚓阶段，所述

成年蚯蚓产茧阶段设置为从蚯蚓的产茧开始定义为成年产茧蚯蚓。

[0015] 优选的，所述步骤S1中四种原料的具体分类收集处理方法为：

[0016] 所述猪粪收集处理方法设置为将收集的猪粪平铺在地面上，大约10厘米厚，避雨

晾置5-8天，每隔1天翻动一次，使其臭味充分散发；

[0017] 所述牛粪收集处理方法设置为将收集的牛粪平铺在地面上，大约10厘米厚，避雨

晾置5-8天，每隔1天翻动一次，使其臭味充分散发；

[0018] 所述污泥收集处理方法设置为将收集的畜禽污水污泥平铺在地面上，大约10厘米

厚，避雨晾置5-8天，每隔1天翻动一次，使其臭味充分散发；

[0019] 所述秸秆收集处理方法设置为将收集的干秸秆粉碎，长度约1厘米。

[0020] 优选的，所述步骤S2的具体步骤设置为取晾置后猪粪、牛粪和污泥三种基料与粉

碎后的秸秆，通过仪器检测水分含量，检测四种原料的有机碳和有机氮的含量，计算出碳氮

比，利用秸秆，调整猪粪、牛粪和污泥基料中的有机碳和有机氮的比值，比值设置为25:1，然

后调节湿度为75％，调节pH在6.5-7.5之间，堆放待用。

[0021] 优选的，所述步骤S3中基床的铺设方法为将经步骤S2处理后的牛粪平整的铺设在

地面上，形成一厚度为15厘米，宽度为1.2米的垄，一周后喷洒少量的水，再接种牛粪养殖的

蚯蚓。

[0022] 优选的，所述步骤S4种各混合基料的配比设置为：

[0023] 混合基料a:40％污泥+60％猪粪；

[0024] 混合基料b:70％污泥+20％猪粪+10％牛粪；

[0025] 混合基料c:90％牛粪+10％猪粪；

[0026] 混合基料d:70％牛粪+30％猪粪。

[0027] 优选的，所述养殖基床的温度设置为12到25摄氏度，所述养殖基床的湿度设置为

60％到80％。

[0028] 优选的，所述步骤S5的具体施肥方法设置为当基床上的蚯蚓大部分处于成年蚯蚓

产茧阶段，给基床添加混合基料a，当成年蚯蚓产茧阶段结束后，到达蚯蚓茧的孵化阶段，给

基床添加混合基料b，当蚯蚓茧孵化成小蚯蚓到达幼年小蚯蚓阶段时，开始添加混合基料c，

当蚯蚓长到约0.3克重到达青年蚯蚓阶段，一直到蚯蚓开始产茧时，期间添加混合基料d。

[0029] (三)有益效果

[0030] 本发明提供了利用粪污分阶段饲养蚯蚓的方法，具备以下有益效果：

[0031] (1)本发明中饲养基料是牛粪、猪粪和污泥，污泥为畜禽污泥，由畜禽养殖场中的

粪便、尿液、污水等，经过发酵处理后，沉淀下来的固体物质，都是养殖业中常见的固体废弃

物，秸秆是农业种植废弃物，使用这四类物质，一是方便获取，二是可以变废为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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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2)本发明经过科学精细化调节温湿度、pH和碳氮比，使基料满足蚯蚓生长的最佳

要求，合理利用秸秆，除可以处理秸秆外，还可以调节各基料的碳氮比，缩短粪便在饲喂蚯

蚓之前的堆放时间。

[0033] (3)本发明通过蚯蚓阶段的划分，方便生产管理，根据蚯蚓生长曲线规律和生产操

作情况，将蚯蚓划分为蚯蚓茧的孵化阶段、幼年小蚯蚓阶段、青年成长阶段和成年蚯蚓产茧

阶段四个阶段，生产中根据这四个阶段的需求制定相应的饲养方案和饲料基料。

[0034] (4)本发明通过设置四种混合基料，将基料按照蚯蚓的不同阶段的不同需求进行

了对应的配置，相比在蚯蚓整个阶段采用单一或者混合基料饲养的效果而言，可以显著提

高蚯蚓的生长速度、蚯蚓体重最大值、蚯蚓日产茧数、蚯蚓茧的孵化率和每个茧孵化出的蚯

蚓条数，在资源化利用牛粪、猪粪、污泥和秸秆四种农业废弃物同时，使蚯蚓养殖效果达到

最佳。

附图说明

[0035] 图1为本发明整体方法流程图；

[0036] 图2为本发明蚯蚓各阶段添加混合基料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8] 如图1-2所示，本发明提供以下种技术方案：

[0039] 实施例一：

[0040] 利用粪污分阶段饲养蚯蚓的方法，方法设置为：

[0041] 步骤S1：原料收集，对猪粪、牛粪、污泥和秸秆四种原料进行分类收集处理，猪粪收

集处理方法设置为将收集的猪粪平铺在地面上，大约10厘米厚，避雨晾置5-8天，每隔1天翻

动一次，使其臭味充分散发；牛粪收集处理方法设置为将收集的牛粪平铺在地面上，大约10

厘米厚，避雨晾置5-8天，每隔1天翻动一次，使其臭味充分散发；污泥收集处理方法设置为

将收集的畜禽污水污泥平铺在地面上，大约10厘米厚，避雨晾置5-8天，每隔1天翻动一次，

使其臭味充分散发，污泥为畜禽污泥，由畜禽养殖场中的粪便、尿液、污水等，经过发酵处理

后，沉淀下来的固体物质；秸秆收集处理方法设置为将收集的干秸秆粉碎，长度约1厘米。

[0042] 步骤S2：基料处理，取晾置后猪粪、牛粪和污泥三种基料与粉碎后的秸秆，通过仪

器检测水分含量，检测四种原料的有机碳和有机氮的含量，计算出碳氮比，实验测得猪粪的

碳氮比为12.6，牛粪的碳氮比为21.7，污泥的碳氮比为23，秸秆的碳氮比为45.8，利用秸秆，

调整猪粪、牛粪和污泥基料中的有机碳和有机氮的比值，比值设置为25:1，然后调节湿度为

75％，调节pH在6.5-7.5之间，堆放待用。

[0043] 步骤S3：基床铺设与蚯蚓接种，将步骤S2中配置好的牛粪基料平铺在平整的地面

上，形成一厚度为15厘米，宽度为1.2米的垄，一周后喷洒少量的水，再接种牛粪养殖的蚯

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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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步骤S4：混合基料配置，将经步骤S2处理后的猪粪、牛粪和污泥基料，按照一定干

物质的质量比来配置混合基料a、混合基料b、混合基料c和混合基料d，各混合基料的配比设

置为：

[0045] 混合基料a:40％污泥+60％猪粪；

[0046] 混合基料b:70％污泥+20％猪粪+10％牛粪；

[0047] 混合基料c:90％牛粪+10％猪粪；

[0048] 混合基料d:70％牛粪+30％猪粪。

[0049] 步骤S5：蚯蚓饲喂，在蚯蚓的不同生长阶段添加不同的混合基料，不同生长阶段设

置为蚯蚓茧的孵化阶段、幼年小蚯蚓阶段、青年成长阶段和成年蚯蚓产茧阶段，幼年小蚯蚓

阶段设置为在蚯蚓孵化出来到体重0.3克的阶段，青年成长阶段设置为0.3克到产茧的期间

定义为青年蚯蚓阶段，成年蚯蚓产茧阶段设置为从蚯蚓的产茧开始定义为成年产茧蚯蚓，

具体施肥方法设置为当基床上的蚯蚓大部分处于成年蚯蚓产茧阶段，给基床添加混合基料

a，当成年蚯蚓产茧阶段结束后，到达蚯蚓茧的孵化阶段，给基床添加混合基料b，当蚯蚓茧

孵化成小蚯蚓到达幼年小蚯蚓阶段时，开始添加混合基料c，当蚯蚓长到约0.3克重到达青

年蚯蚓阶段，一直到蚯蚓开始产茧时，期间添加混合基料d。

[0050] 实施例二：

[0051] 利用粪污分阶段饲养蚯蚓的方法，方法设置为：

[0052] 步骤S1：原料收集，对猪粪、牛粪、污泥和秸秆四种原料进行分类收集处理，猪粪收

集处理方法设置为将收集的猪粪平铺在地面上，大约10厘米厚，避雨晾置5-8天，每隔1天翻

动一次，使其臭味充分散发；牛粪收集处理方法设置为将收集的牛粪平铺在地面上，大约10

厘米厚，避雨晾置5-8天，每隔1天翻动一次，使其臭味充分散发；污泥收集处理方法设置为

将收集的畜禽污水污泥平铺在地面上，大约10厘米厚，避雨晾置5-8天，每隔1天翻动一次，

使其臭味充分散发，污泥为畜禽污泥，由畜禽养殖场中的粪便、尿液、污水等，经过发酵处理

后，沉淀下来的固体物质；秸秆收集处理方法设置为将收集的干秸秆粉碎，长度约1厘米。

[0053] 步骤S2：基料处理，取晾置后猪粪、牛粪和污泥三种基料与粉碎后的秸秆，通过仪

器检测水分含量，检测四种原料的有机碳和有机氮的含量，计算出碳氮比，实验测得猪粪的

碳氮比为12.7，牛粪的碳氮比为21.3，污泥的碳氮比为26，秸秆的碳氮比为45.9，故不对污

泥进行碳氮比的调节，利用秸秆，调整猪粪和牛粪基料中的有机碳和有机氮的比值，比值设

置为25:1，然后调节湿度为75％，调节pH在6.5-7.5之间，堆放待用。

[0054] 步骤S3：基床铺设与蚯蚓接种，将步骤S2中配置好的牛粪基料平铺在平整的地面

上，形成一厚度为15厘米，宽度为1.2米的垄，一周后喷洒少量的水，再接种牛粪养殖的蚯

蚓。

[0055] 步骤S4：混合基料配置，将经步骤S2处理后的猪粪、牛粪和污泥基料，按照一定干

物质的质量比来配置混合基料a、混合基料b、混合基料c和混合基料d，各混合基料的配比设

置为：

[0056] 混合基料a:40％污泥+60％猪粪；

[0057] 混合基料b:70％污泥+20％猪粪+10％牛粪；

[0058] 混合基料c:90％牛粪+10％猪粪；

[0059] 混合基料d:70％牛粪+30％猪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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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0] 步骤S5：蚯蚓饲喂，在蚯蚓的不同生长阶段添加不同的混合基料，不同生长阶段设

置为蚯蚓茧的孵化阶段、幼年小蚯蚓阶段、青年成长阶段和成年蚯蚓产茧阶段，幼年小蚯蚓

阶段设置为在蚯蚓孵化出来到体重0.3克的阶段，青年成长阶段设置为0.3克到产茧的期间

定义为青年蚯蚓阶段，成年蚯蚓产茧阶段设置为从蚯蚓的产茧开始定义为成年产茧蚯蚓，

具体施肥方法设置为当基床上的蚯蚓大部分处于成年蚯蚓产茧阶段，给基床添加混合基料

a，当成年蚯蚓产茧阶段结束后，到达蚯蚓茧的孵化阶段，给基床添加混合基料b，当蚯蚓茧

孵化成小蚯蚓到达幼年小蚯蚓阶段时，开始添加混合基料c，当蚯蚓长到约0.3克重到达青

年蚯蚓阶段，一直到蚯蚓开始产茧时，期间添加混合基料d。

[0061] 养殖阶段养殖基床的温度设置为12到25摄氏度，养殖基床的湿度设置为60％到

80％，养殖基床内设置土壤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和PH传感器。

[0062] 综上可得，本发明通过设置秸秆、混合基料a、混合基料b、混合基料c和混合基料d，

解决了传统的蚯蚓养殖全阶段都采用一种基料，养殖产量低，且粪污的处理效果不理想的

问题。

[0063]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中，诸如第一和第二等之类的关系术语仅仅用来将一个实

体或者操作与另一个实体或操作区分开来，而不一定要求或者暗示这些实体或操作之间存

在任何这种实际的关系或者顺序。而且，术语“包括”、“包含”或者其任何其他变体意在涵盖

非排他性的包含，从而使得包括一系列要素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不仅包括那些要

素，而且还包括没有明确列出的其他要素，或者是还包括为这种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

所固有的要素。

[0064]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

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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